
8月14日，返程旅客在海
口美兰机场候机楼内办理乘机
手续。

自8月13日起，海口美兰
国际机场全面恢复国内客运航
班常态化运行。据悉，海南省
继续推进符合条件的滞留旅客
分批分类返程，有序组织滞留
游客离岛。截至8月 14日 6
时，海南省三亚凤凰机场、海口
美兰机场共计保障滞留旅客返
程14247人。

新华社记者 张丽芸 摄

海南：
加速推进滞留旅客
离岛返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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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海口今日进行第八轮
城乡全域核酸检测
临时性静态管理时间延长至
8月16日凌晨1时

本报海口8月14日讯（记者习霁鸿）8月14
日，海口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通告，
表示为有效控制疫情，按照省疫情防控指挥部部署，
经研究，决定将当前执行的临时性静态管理时间延
长至8月16日凌晨1时。为方便采购生活必需品，8
月15日早上6时到8时，市民游客可凭第七轮核酸
检测贴纸出入农贸市场等生活必需品场所。

全市各区8月15日早上8时到晚上8时进行
第八轮城乡全域核酸检测。

海口发布美兰机场离岛
人员服务保障工作通告
7日内无省内涉疫市县（区）旅居史的
旅客需离岛前48小时2次核酸检测阴性

本报海口8月14日讯（记者习霁鸿）为保障
8月15日起滞留旅客安全有序离岛返程，8月14
日，海口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关
于做好8月15日起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离岛人员
服务保障工作的通告，表示7日内无省内涉疫市
县（区）旅居史的旅客，需离岛前48小时2次核酸
检测阴性（可含离岛当天，每天1次）。满足以上
条件方可购买客票，经机场查验后方可登机离岛。

7日内有省内涉疫市县（区）旅居史的旅客，
在严格做好健康管理的前提下，执行7天5检（第
1至4天内不同日期2次核酸检测结果阴性；第5、
6、7天每天1次核酸检测结果阴性，可含离岛当
天）。满足以上条件方可购买客票，经机场查验后
方可登机离岛。

琼海开通定点定时
海口美兰机场穿梭大巴

本报嘉积8月14日电（见习记
者陈子仪 通讯员陈卓）8月14日，琼
海开通定点定时海口美兰机场穿梭大
巴服务，当日凌晨2点，首批68名滞
留旅客乘车前往美兰机场，启程离岛。

琼海市保障滞留旅客离岛返程工
作专班有关负责人表示，美兰机场穿
梭大巴在嘉积城区、博鳌区域和官塘
区域共设置5个集中乘车点。发车时
间为每天零点开始，每隔2小时整点
发车，每天班车21辆。

14日0时30分，在博鳌亚洲湾大
酒店的集中乘车点，工作人员为即将
乘车前往机场的旅客检查身份证件、
登记机票购票信息、7天5检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离琼申请通过证明以及琼
海市滞留旅客离岛返程交通信息等，
并帮旅客搬运行李，引导他们签署承
诺书并有序扫码登车。

滞留旅客离岛需符合海口市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关
于做好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离岛人员服
务保障工作的通告》要求，购买当日（24
小时内）机票的旅客建议在航班起飞时
间提前5个小时以上到达琼海市集中
乘车点，主动出示相关信息，经工作人
员查验机票及满足离岛条件后乘车。

本报海口8月14日讯（记者马
珂）8月14日上午，海南省举行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新闻发布会
（第四十九场），三亚市政府副市长罗
东在三亚分会场介绍三亚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有关情况。8月13日0
至 24 时，三亚市新增阳性感染者
1088例，其中确诊病例367例，无症
状感染者721例。8月1日0时至13
日24时，三亚市本轮疫情累计报告阳
性病例6544例，其中，确诊病例3000
例、无症状感染者3544例。

疫情发生以来，三亚市、区两级迅
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动员全市
12000多名党员干部、8800多名志愿

者（其中，省级志愿者2240名）投入抗
疫。同时，还有14189名医护、检测、
流调人员奋斗在三亚抗疫一线，其中
外省市驰援人数3031人，省内其他市
县3056人。

实行社会面管控。根据当前中心
城区病例多发高发的综合研判，为有
利采取更加有效的管控措施，阻断病
毒传播链条，目前将高风险区调整为
31个、中风险区调整为12个。

加强生活物资储备和供应。三
亚市积极通过畅通重点物资运输渠
道、挖掘本地“菜篮子”基地生产潜
力，多措并举加强生活物资储备和供
应。当前该市在田蔬菜面积约9000

亩，每天采收量约160吨，生产供应
总体稳定；畜禽方面，近15天内可保
证生猪稳定出栏量5000头，全市生
猪产品供应充足；水产品方面，近15
天可提供鲜活鱼类及冻品共计约
1300吨；大米、面粉、食用油、猪牛羊
肉、液态奶、瓶装饮用水等9种基本
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供应基本能够保
障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

同时，三亚市目前还有少部分区
域、一部分居民存在物资短缺的困难，
三亚也正在加派人手，想方设法将生
活物资尽快配送到每家每户。广大市
民游客如有物资配送方面的困难和需
求，可以拨打各区民生保供热线（海棠

区：88810003；吉阳区：88710468；天
涯区：88911593；崖州区：88840001；
育才生态区：88913566），将第一时间
协调解决。

罗东介绍，三亚市组织滞留游客
安全有序返程。8月9日至13日，三
亚市组织9918名因疫情滞留三亚的
游客搭乘飞机返程。想方设法推进滞
留游客的返程工作。一方面，积极协
调游客目的地城市制定接收政策，妥
善做好返程游客的接收工作；另一方
面，协调加大运力调配，按区域、目的
地，分阶段加大航班安排力度，确保更
大流量游客有序返程。

罗东表示，三亚市下一步将继续

坚持问题导向，彻底打通堵点，有效补
齐短板，优化防控措施，科学精准施
策，坚决阻断病毒传播蔓延。对社区
管理做到严之又严，对高风险区严格
执行“足不出户、上门服务”要求，动态
调整风险区域等级，科学精准划定中
高风险区。加强集中隔离场所规范管
理，落实落细管理措施，确保集中隔离
点安全有序运转。加快阳性、密接的
转运，实现“日清日结”。组织好群众
生活保供。充分发挥基层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就地就
近做好群众生活保供志愿服务，把群
众带动起来、凝聚起来、组织起来，汇
聚强大抗疫合力。

协调目的地城市接收，协调加大运力调配

三亚:想方设法让滞留游客尽快回家

本报海口8月14日讯（记者马
珂）8月14日上午，海南省举行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新闻发布会
（第四十九场）。有关部门负责人就热
点话题进行了解答。

按就诊患者健康码不
同实行分类定点诊疗措施

目前海南有部分定点医院整体腾
空，用于收治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在这
样的情况下，如何保障有诊疗需求的
患者及时就医？海南省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指挥部社区工作和方舱建设
专班副组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
任陈少仕表示，我省按就诊患者健康
码不同实行了分类定点诊疗的措施。

对于健康码为绿码的患者可正常到医
疗机构就诊。对于健康码为红码和黄
码的患者，为保障他们的医疗服务需
求，省指挥部要求全省各市县指定一
家辖区内的综合性医院为“红黄码医
院”，用于保障除新冠病毒感染者之外
的红码或黄码人员正常医疗服务需
求。对此，省指挥部下发了关于设置

“红黄码医院”和落实“红黄码医院”有
关工作要求的文件，制定了“红黄码”
普通患者和孕产妇就医流程，对“红黄
码医院”收治和转运病人分别提出了
明确要求。对于不能提供核酸阴性证
明的急、危、重症患者，医疗机构将在
第一时间为患者采集样本进行核酸检
测的同时，立即实施抢救措施，不会因
为患者没有核酸证明或红码、黄码而

耽误救治。

各市县分期分批、稳妥
有序推进游客返程

海口市、三亚市陆续有旅客返程，
目前最新进展如何？其他市县旅客返
程有什么安排？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
电体育厅副厅长汪黎明解答，截至14
日6时，三亚凤凰机场、海口美兰机场
已安排出港航班92架次，共计保障滞
留旅客返程14247人。

我省已制定印发《海南省8·01疫
情滞留旅客返程实施方案》，并下发了
《关于做好滞留旅客返程工作的补充
通知》，将坚持省级统筹指导，市县具
体实施；坚持分类施策，一县（市）一

案；坚持严防外溢，“不漏一人”；坚持
分期分批转运、稳妥有序的原则，全力
以赴组织滞留旅客返程工作。

目前，海口和三亚正按照既定方
案扎实推进旅客返程工作。此外，万
宁已研究制定《万宁市滞留游客转移
方案》，对外发布《关于万宁市滞留人
员离琼须知事项的公告》，对滞留万宁
旅客进行再摸底、再筛查，并形成分类
分批次安排返程的名单。开通了3条
24小时热线电话，及时解答旅客问
题。同时，已做好交通转运准备，在条
件具备的情况下，闭环接送滞留人员
前往机场。

琼海研究制定《琼海市滞留旅客
乘机离岛运输工作方案》，并发布了
《关于滞留旅客离岛返程（海口美兰

机场）交通有关事宜的通告》，第一批
滞留旅客已闭环转运至海口美兰机
场。陵水已制定《陵水黎族自治县滞
留旅客离陵返程转运保障方案》，发
布《关于滞留旅客离岛返程有关事宜
的公告》，并对滞陵旅客进行再摸底、
再筛查，形成分类分批次安排返程的
名单。文昌已发布《关于文昌市健康
管理驿站基本情况的通告》，公布25
个健康管理驿站基本信息。其他市
县政府也正在安全稳妥的条件下，分
期分批，全力做好旅客返程的服务保
障工作。

此外，我省正按照“全省一盘棋”
的思路，积极谋划新的举措，统筹建立
各市县间的联动机制，加速推进旅客
转运返程工作。

截至14日6时，我省共计保障14247名滞留旅客返程

分期分批稳妥有序协助游客返程

海南航空：

上线“预约候补购票”功能
本报海口8月14日讯（记者邓海宁）8月14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局获悉，即日起，海南航空将陆续恢复海口进出港
航班。除常规购票渠道外，新上线“预约候补购
票”功能，帮助旅客更快实现购票出行。

直接购票渠道方面，海
口出港航班，可通过海南航
空官网及APP、微信公众号
及小程序、客服热线95339
购买机票；海口进港航班，可
通过海南航空官网及APP、
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客服
热线95339、直属售票处、授
权代理人处购买机票。

扫码进入临近
航班预约候补渠道。

本报三亚8月14日电（记者李
艳玫）8月14日，三亚市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通
告称，为切实做好因疫情滞留海南旅
客有序返程工作，按照省疫情防控工
作指挥部部署，8月15日起，有序恢
复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国内客运航班
商业化运行。

通告明确，有下列情况之一的

滞留旅客暂不返程：阳性感染者；
密切接触者和密接的密接；滞留在
中高风险区的旅客。暂不返程旅
客待符合条件后可购票返程。对
暂时滞留的旅客，三亚将全力做好
服务保障。

满足以下条件方可购买客票，并
登录海南健康码“离岛申请”小程序
申报“离琼码”，经查验后方可登机离

岛。条件如下：（一）无疫的市（区、
县），旅客所在旅行团队或入住酒店
近7天内没有阳性感染者；或近3天
内未出现发热、干咳、嗅觉丧失、肌肉
酸痛等临床症状的散客，可凭48小
时2次（每天1次）核酸阴性证明返
程；（二）低风险区，旅客所在旅行团
队或入住酒店7天内没有阳性感染
者；或近3天内未出现发热、干咳、嗅

觉丧失、肌肉酸痛等临床症状的散
客，可凭72小时3次（每天1次）核酸
阴性证明返程。

为方便已成功购票的旅客出行，
三亚在市内提供免费机场班车服务，
请各位旅客关注后续相关告示。为保
障机场正常运行秩序，离岛旅客需持
购票记录和“离琼码”经查验后方可进
入机场区域。

8月15日起

三亚有序恢复机场国内客运航班商业化运行

本报海口8月14日讯（记者习霁
鸿）8月14日，海口召开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第64场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8
月13日18时至8月14日18时，海口
新增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系在隔离
管控中发现。此轮疫情海口累计发现
确诊病例20例，无症状感染者5例。
追查到海口市感染者关联密接2396

人、密接的密接6226人、参照密接管理
人员728人。

海口于8月13日开展的第六轮全
域核酸检测共采样283.51万人次，检
测结果均为阴性。截至14日18时，14
日开展的第七轮全域核酸检测共采样
263.53万人次，已出结果74.945万人，
均为阴性。

经研判，海口将秀英区、龙华区
的6个高风险区调为中风险区，将龙
华区、美兰区的2个中风险区调为低
风险区，目前海口共有高风险区 4
个，中风险区8个。

8月14日截至18时，海口美兰国
际机场已执飞航班45架次，运送旅客
6953人返回上海、成都、杭州、武汉、

南宁、西安、天津、郑州、长沙等23个
城市。

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
海南工作组的大力帮助和协调下，在
各兄弟省区市的支持和配合下，海口
的航班恢复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8
月13日，美兰机场共执飞航班19架
次，运送2683名旅客返程。

8月14日截至18时

美兰机场运送6953名旅客离岛

◀上接A01版
徐启方一行来到那大城区人民中路与解放路

交汇处卡点、北部湾大道与迎宾大道交汇处卡点、
G98洋浦互通附近卡点等处，详细了解、检查各卡
点防控举措、人员配备、自身防护、后勤保障等工
作，并叮嘱属地相关部门，要关心关爱一线人员，
扎实做好后勤服务，合理安排轮休，确保一线人员
能够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工作。

徐启方强调，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旧严峻，要
切实强化风险意识和责任担当，继续发扬不怕吃
苦、连续作战、能打硬仗的优良作风，时刻绷紧思
想之弦，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坚决守牢交通卡口防
线。要进一步细化优化卡口设置、查验流程、操作
办法，做到不漏一车、不落一人，切实扎紧扎牢“防
输入、防扩散、防外溢”的口子，为全域静态管理、
阻断疫情传播筑牢安全屏障。

关心关爱一线人员
扎紧扎牢“防输入、防扩散、防外溢”口子

◀上接A01版
会上，全省23个疫情防控督查组负责人就各

市县核酸检测、转运工作、社区管控、隔离点管理、
医疗救治保障等工作督查情况进行汇报并提出意
见建议。省政协赴三亚志愿服务队负责人汇报相
关工作情况。

毛万春指出，当前疫情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各
疫情防控督查组要从思想上做好准备，增强战胜
疫情的信心，求真务实、改进作风、真抓实干，开展
更加有力有效督查，助力提高各环节处置效率，凝
聚抗击疫情强大合力。要从严从实强化督查工
作，紧紧围绕工作作风懒惰、虚假、浮躁、扯皮四大
顽症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督查，对疫
情防控中工作懈怠、不推不动、落实不力、失责失
职渎职的，严肃追责问责，绝不姑息迁就，确保形
成有力震慑。在督查中要善于深挖细究、刨根问
底，既要了解整体情况，又要及时发现问题，还要
深刻剖析成因，更要提出具体可行的意见建议。
要以“严快细实深”工作作风，有针对性地对采、
送、检、报等环节加大督查力度，督促各市县尽最
大努力做到“四应四尽”“日结日清”。

省政协副主席史贻云、吴岩峻、陈马林、侯茂
丰、刘登山，省政协秘书长陈超出席会议。

从严从实强化督查
对失责失职渎职人员严肃追责问责


